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☆★特別安排入住城崎溫泉擁有 150年以上歷史〝西村屋本館〞 

 

◎ 參考航班 

  (桃園來回) 

日   期 地   點 航   班 時   間 

2020/04/27(一) 桃園關西 中華航空 CI156 08:10-11:40 

2020/05/01(五) 關西桃園 中華航空 CI173 19:05-21:05 

  (高雄來回) 

日   期 地   點 航   班 時   間 

2020/04/27(一) 高雄關西 中華航空 CI166 07:00-10:40 

2020/05/01(五) 關西高雄 中華航空 CI177 20:35-22:50 

 

◎ 出發日期、團費 

2020/04/27(一) NT$76,800 元 

團費包含： 

◆兩地機場稅兵險、燃油費 

◆旅遊綜合責任險。 

◆導遊‧司機小費 

團費不含： 

◆新辦護照用費 NT 1,400 

◆行程中未列出之額外項目：行李、床頭小費等、自費項目、房間服務、飲料、酒水、

電話費、個人行李超重費…等支出 

特別說明： 

◆單人報名時，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，需補單人房差。 

◆商務艙請洽詢 07-552306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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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☆飯店介紹☆★ 

http://www.naramikasa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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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房內含露天風呂)

 

  
飯店在近江里山，可將琵琶湖美景一覽無遺的旅館。 

以「里湯昔話」為主題，有琵琶湖和美麗的梯田， 

是自然條件得天獨厚的山林溫泉。而且還有自古流傳的近江國傳說···。 

雄琴溫泉擁有約 1200 年的歷史， 

能讓您體驗溫泉，還能欣賞隨四季變化的自然之美。 

http://www.yuzanso.co.jp/index.ph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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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間為 8疊和室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☆★☆★擁有 150 年以上歷史☆★☆★ 

▲西村屋本館位置距離溫泉街近，前往外湯泡湯及街道散策相當方便。 

 

http://www.nishimuraya.ne.jp/honkan/top.ph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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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天   高雄關西→葛井寺 

▼參考路程： 

關西空港= = (約 1 小時)= =葛井寺= = (約 1 小時)= =奈良 

今日集合於國際機場，搭乘豪華專機飛往日本【關西機場】。 

(賞花期間：4 月中旬～4 月下旬) 

別稱「藤井寺」，為西國三十三觀音靈場之一的寺

院，主尊千手觀音坐像是奈良時代的作品。每年

4月中旬到 5月初為紫藤白藤的盛開期，寺內舉

辦的「藤花祭」更是吸引觀光客前來大飽眼福。

百花怒放的紫藤花，瀰漫在寺廟內的甜美花香，親

身感受片刻的寧靜與莊嚴。 

■餐食：早餐／飯店內       午餐／和洋自助餐       晚餐／飯店內 

■住宿：奈良 万葉若草の宿 三笠 http://www.naramikasa.com 

 

第 天   奈良→東大寺‧梅花鹿公園→春日大社‧萬葉植物園→平等院→宇治街道

散策→雄琴溫泉 

▼參考路程： 

奈良= = (約 10 分鐘)= =東大寺= = (約 10 分鐘)= =春日大社= = (約 1 小時)= =平等院= = (約 10 分鐘)= =宇治街道 

= = (約 1 小時)= =大津 

位於奈良要司町，於八世紀中由信奉佛教的聖武天

皇頃全國之力而建立的，為當時奈良時代日本 60

餘國之國分寺的總國分寺的地位。曾多次毀於戰火、

火災及地震。主建物大佛殿高度近 50 米為現存世

界最大的木造建築。 

 

奈良公園中約有著將近 1200頭的野生鹿群，自古以來奈良公園一直為其棲身之所，所以鹿被

認為是神的使者而受到人們珍愛，這裡的鹿一點都不怕生。而大佛、綠意、鹿正是古都奈良

的表徵。 

 

http://www.naramikasa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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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賞花期間：4 月下旬～5 月中旬) 

春日大社與古都奈良同時建立，供奉的是保護本城的神祇。春日大社也是奈良和平安時期最

具影響力的家族之守護神社。境內參道上由信眾供奉的兩千餘盞石燈籠及懸掛的銅製燈籠十

分壯觀。春日大社的社紋為紫藤花，在本殿入口處就種植了美麗的紫藤，盛開的時候藤花自

藤棚垂下甚至可達 1公尺以上，以春日大社雪白外牆及大紅梁柱為背景，成為奈良春季最浪

漫的美景。 

位於春日大社境內，其中最有名的就種植了春日大社

社紋-藤花的「藤之園」，園內有八重黑龍藤、昭和

紅藤、麝香藤等二十餘種不同品種、共計 200多株

的藤花，每年吸引大批觀光客前來觀賞，為日本最

著名的藤花名所之一。 

(賞花期間：4 月下旬～5 月上旬)

由平安時代的權臣藤原賴通將其父的別墅改建而

成。平等院中的主殿為鳳凰堂，初期因置奉「阿

彌陀如來」與 52尊「雲中供養菩薩像」而名為「阿

彌陀堂」，後因外型似振翅欲飛的禽鳥，在中堂脊

沿更有兩隻象徵尊貴的金銅鳳凰像，因而在江戶

時期，更名為「鳳凰堂」。現今日本 10元硬幣的

正面建築及萬元大鈔背面鳳凰雕像皆為平等院鳳

凰堂的圖案，由此可見平等院在日本文化中的重

要地位。平等院的紫藤推定樹齡 250年，每年四月

下旬到五月上旬紫藤花綻放，與鳳凰堂互相輝映。 

 

宇治，這個幾乎與抹茶畫上等號的小城市，在大部分造訪關西的旅人眼中，不如京都、大阪

與奈良等來的重要，時間有限者常會過站不停，選擇他地而去，因此這裡遊客相對少了非常

多。沒有擁擠的人潮，在好山好水的圍繞下，宇治成了一個清新、安靜、怎麼拍都美的小城。 

■餐食：早餐／飯店內       午餐／日式特色餐       晚餐／飯店內 

■住宿：雄琴溫泉里湯昔話雄山莊 http://www.yuzanso.co.jp/index.php 

http://www.yuzanso.co.jp/index.ph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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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天   雄琴溫泉→下鴨神社→藤森神社→城南宮→四條河原町商圈→雄琴溫泉 

▼參考路程： 

雄琴= = (約 45 分鐘)= =下鴨神社= = (約 45 分鐘)= =藤森神社= = (約 15 分鐘)= =城南宮= = (約 30 分鐘)= = 

四條河原町商圈= = (約 50 分鐘)= =雄琴 

下鴨神社是京都最古老的神社之一，正式名稱為

「賀茂御祖神社」。這座古代豪族賀茂氏供奉祖先

的氏神社，與上賀茂神社共稱為「賀茂社」。現存

的本殿（國寶）是於西元 1863年所重建，包含祭

祀「建角身命」的西殿，和祭祀「玉依媛命」的

東殿兩座建築。其他還有 53棟社殿被指定為國家

重要文化財產，境內也獲指定為歷史遺跡。 

從太古開始的原生林「糺的森林」，像保護神社一樣地生長茂盛著。被高聳樹木圍著的參拜道

路，寂靜的區域使參訪者心情更平靜，忘記日常的喧囂。在樓門附近，有以二顆樹從中間相

連成一體的不可思議之神樹，從二顆相連成一顆，因此也被譽為「緣結的神樹」。 

藤森神社位於京都伏見區，據說是神功皇后

創於距今 1800年前，與皇室淵源非常深的古

老神社，在三韓征討後歸來的神功皇后在這

立了旗塚，將兵器奉納，被視為是藤森神社

的起源。祈求勝運、馬運以及學問都非常有名。

境內包含大將軍社、八幡宮社、天滿宮社、七

宮社、祖靈社、藤森稻荷社，除此之外還有可

愛的七福神、旗塚等等，其中的「不二の水」是京都名水，據

說喝了可以武運長久、學業進步、勝運等等，神社也準備了漏斗可以自行裝瓶帶回家，非常

貼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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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賞花期間：4 月下旬～5 月上旬) 

創建於距今 1200年前的平安遷都之際，參拜以消除厄運、保守家庭平安圓滿為著名。境內的

庭園種植多種花卉植物，一年四季美景不斷。每年藤花盛開時期，藤棚下的杜鵑也齊聲綻放，

別有一番風情。 

京都市內的主要購物區集中在四條大街附近，著名的各大百貨商店、代表流行時尚的各種時

裝店、珠寶首飾店以及工藝美術禮品店、銀行、酒店、電影院、咖啡店、電子遊藝廳等均集

中在此。 

■餐食：早餐／飯店內       午餐／西式特色餐       晚餐／飯店內 

■住宿：雄琴溫泉里湯昔話雄山莊   http://www.yuzanso.co.jp/index.php 

 

第 天   雄琴溫泉→白毫寺→城崎溫泉區 

▼參考路程： 

雄琴= = (約 2 小時)= =白毫寺= =(約 1 小時 45 分鐘)= =城崎溫泉 

★今日出發時間較早(約 08:00，敬請見諒。) 

(賞花期間：4 月下旬～5 月上旬)  

白毫寺的紫藤品種為「九尺藤」長度約有 100

公分，一大片長紫藤落下來美得像畫一樣，難

以相信居然真的有如此漂亮的地方！且在紫

藤祭時還會點燈，多了幾分迷幻浪漫之感，不

論是情侶約會或跟親朋好友來都非常適合。 

http://www.yuzanso.co.jp/index.ph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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▼《城崎溫泉》〝溫泉街散策〞 

位於兵庫縣豐岡市的城崎溫泉，靠近京丹後一帶，

有著千年歷史的溫泉區，保留了日式傳統的古色古

香，沒有都會的高樓大廈，樸實的風情更引人入

勝。城崎溫泉最大的特色就是有七座獨立的溫泉，

為求方便，來訪的遊客會直接穿著浴衣在街上漫

步，別有一番風味。這裡不只有良好的泉質，懷

舊感的建築搭配小溪河川的景色，讓人身心靈都感到

無比放鬆。被日本經濟新聞選為「令人愉快的散步溫泉街」第一名。 

在此帶領貴賓享受城崎溫泉區七大外湯巡禮，七個溫泉各有其特色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☆今日特別安排入住城崎溫泉擁有 150以上歷史的〝西村屋本館〞，為當地代表城崎溫泉地區

的高級旅館。 

▲西村屋本館位置距離溫泉街近，方便貴賓們前往外湯泡湯及街道散策。 

★旅館房間較小(和室 8疊)，敬請見諒。 
 

■餐食：早餐／飯店內       午餐／丹波雞料理       晚餐／飯店內 

■住宿：城崎溫泉西村屋本館 http://www.nishimuraya.ne.jp/honkan/top.php 

http://www.nishimuraya.ne.jp/honkan/top.ph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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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天   城崎溫泉→出石城下町→關西空港高雄 

▼參考路程： 

城崎= = (約 45 分鐘)= =出石城下町= = (約 3 小時) = =關西空港 

☆晨時，貴賓們可再次享受城崎溫泉區七大外湯，享受城崎街道早晨的寧靜。 

～但馬小京都～ 

在西元 1600年代，德川家康在關原之戰勝利

後分封的出石藩城下町，目前保留許多當時

城下町風貌及街道，這裡不僅是日本著名的

小京都，同時也是國家指定的「重要傳統的

建物群保存地區」，在這風格獨特的小鎮，可

充分享受古樸建築加靜謐的氛圍。 

江戶時期每天早上 8 點（辰時）固定有藩士登樓鳴擊太鼓，用於報時、召集公告

與守衛偵察。該樓主體建於明治四年（1871 年），10 年後改建為鐘樓，忠實地陪伴當地居民

度過每一分、每一秒，是出石町最具象徵性的地標。 

■餐食：早餐／飯店內       午餐／出石蕎麥特色餐       晚餐／機場簡易拉麵餐 

 

★【賞花期時間難以預估】欣賞花卉行程每年依氣候會有前後變動，如遇花卉尚未綻放或已凋

謝，將會依行程前往景點純遊覽，敬請瞭解 

 

 

 


